
年度資助 

獲資助名單 (資助期：7/2019 – 6/2020) 
 
營運部份 
獲資助者 資助年期 資助額 (HK$) 
舞蹈   
香港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000,000 
不加鎖舞踊館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274,400 
R&T (Rhythm & Tempo) Ltd.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860,000 
新約舞流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700,000 
東邊舞蹈團(香港)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606,100 
多空間(香港)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959,500 
戲劇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306,200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2,000,000 
進劇場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453,900 
影話戲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893,700 
一條褲製作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100,000 
浪人劇場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687,500 
普劇場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562,500 
劇場空間基金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875,500 
糊塗戲班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582,400 
天邊外劇場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759,000 
香港教育劇場論壇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826,800 
7A 班戲劇組 一年資助 795,600 
iStage Theatre Ltd. 一年資助 477,000 
演戲家族(香港)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1,000,000 
劇場工作室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800,800 
大細路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1,000,000 
同流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716,500 
電影及媒體藝術   
影意志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768,200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177,900 
影行者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371,800 
錄影太奇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三年撥款) 1,485,000 

http://www.hkdanceall.org/
http://www.unlock.com.hk/chi/
https://www.rnttap.com/
https://www.passoverdance.org/
http://www.esidehk.com/
http://www.y-space.org/
http://www.alicetheatre.com/home.html
http://www.onandon.org.hk/
http://www.thtdupif.com/
http://www.cmtheatre.com/
http://www.pants.org.hk/
https://www.theatreronin.com.hk/
https://poptheatre.hk/
http://www.theatrespace.org/
http://nonsensemakers.com/
http://www.theatrehorizon.com/
http://www.tefo.hk/
http://www.7a.org.hk/
http://www.7a.org.hk/
https://www.istage.hk/
https://zh-hk.facebook.com/actors.family
http://www.dramagallery.com/
https://www.jumbokids.org.hk/
http://www.wedraman.com/
http://yingechi.org/?lang=zh
https://www.filmcritics.org.hk/
http://www.v-artivist.net/
https://zh-hk.facebook.com/videotage


采風電影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733,300 
跨媒介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434,700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252,400 

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881,800 
現在音樂 (Contemporary 
Musiking Hong Kong Ltd.)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519,200 

聲音掏腰包 (Soundpocket Ltd.) 三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957,600 
藝術在醫院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357,000 
香港展能藝術會 一年資助 347,300 
音樂   
香港城市室樂團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400,000 
敲擊襄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500,000 
香港作曲家聯會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855,000 
非凡美樂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900,000 
聲蜚合唱節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600,000 
一舖清唱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545,000 
香港創樂有限公司 二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900,000 
竹韻小集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550,000 
視覺藝術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205,100 
光影作坊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113,800 
藝術到家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552,800 
1a 空間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993,900 
亞洲藝術文獻庫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2,000,000 
香港版畫工作室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1,355,800 
戲曲   
八和粵劇學院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一年撥款) 1,700,000 
京崑劇場有限公司 三年資助(第二年撥款) 1,550,000 
香港青苗粵劇團有限公司 一年資助 650,000 
 總計 48,895,000 

 
額外活動部份 
獲資助者 計劃名稱 資助額 (HK$) 
舞蹈   
香港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全球舞蹈高峰會及國際學院 500,000 

http://www.visiblerecord.com/zh-hant
http://www.cccd.hk/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hkaaa.org.hk/
http://www.cmhk.org/
http://www.cmhk.org/
http://www.cmhk.org/
http://www.soundpocket.org.hk/v2/
http://www.soundpocket.org.hk/v2/
https://www.aih.org.hk/
http://www.adahk.org.hk/
http://www.ccohk.com/
https://www.toolboxpercussion.org/
https://www.hkcg.org/
https://www.musicavivahk.org/?lang=zh
https://www.singfest.hk/
http://yatposingers.org/
https://www.hongkongnewmusic.org/
http://www.hkwindpipe.org/
https://www.hksea.org.hk/
http://www.lumenvisum.org/site/zh/
http://www.arttogether.org/
https://www.oneaspace.org.hk/zh-home
https://www.oneaspace.org.hk/zh-home
https://aaa.org.hk/tc/
https://www.open-printshop.org.hk/?lang=zh
http://www.hkbarwo.com/barwo_coa.php
https://www.jingkun.org.hk/
http://www.hkyoungtalent.com/
http://www.hkdanceall.org/


舞蹈節 
R&T (Rhythm & Tempo) Ltd.  「踢躂筆記」編舞計劃 380,000 
戲劇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有限公司 
先鋒青年劇場之再現布萊希

特的史詩劇場 
360,000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有限公司 前進進深化創作活動系列 500,000 

影話戲有限公司 
第六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

劃 
460,500 

一條褲製作有限公司 讀癮起 2019/2020 387,500 

普劇場有限公司 
「心之河土壤—新苗兒童劇

編劇」栽培計劃 
437,500 

劇場空間基金有限公司 《皇都電姬》 111,600 

天邊外劇場有限公司 
亞洲劇場共生五年計劃（第

三年） 
467,200 

香港教育劇場論壇有限公司 
TEFO 年度主題 2019：參

與式劇場—協作的藝術 
230,700 

7A 班戲劇組 7A 班戲劇組劇本韓譯計劃 85,000 
電影及媒體藝術   
影意志有限公司 獨立焦點暨大師班課程 365,700 
采風電影有限公司 采風學堂 234,300 
跨媒介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有限公司 
深水埗演義 - 2019 至 2020
演出計劃 

242,600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 

有一種未來叫紀錄 – 表演

藝術紀錄及發表國際交流會 
287,200 

現在音樂 (Contemporary 
Musiking Hong Kong Ltd.) 

《聲形》2020 – 聲音藝術

節 
237,100 

聲音掏腰包 (Soundpocket Ltd.) 
Artist Development and 
Citizen Engagement 

357,000 

藝術在醫院有限公司 醫院郁手郁腳計劃 225,100 

香港展能藝術會 
藝術發電機－藝術家培訓計

劃 
232,400 

音樂   
香港城市室樂團有限公司 失蝨室樂團 2020 366,600 
一舖清唱有限公司 三生三世愛情餘味 450,000 

竹韻小集有限公司 
絃歌不絕 - 粵樂作品拓展

計劃（一） 
162,000 

https://www.rnttap.com/
http://www.alicetheatre.com/home.html
http://www.onandon.org.hk/
http://www.cmtheatre.com/
http://www.pants.org.hk/
https://poptheatre.hk/
http://www.theatrespace.org/
http://www.theatrehorizon.com/
http://www.tefo.hk/
http://www.7a.org.hk/
http://www.7a.org.hk/
http://yingechi.org/?lang=zh
http://www.visiblerecord.com/zh-hant
http://www.cccd.hk/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iatc.com.hk/
http://www.cmhk.org/
http://www.cmhk.org/
http://www.cmhk.org/
http://www.soundpocket.org.hk/v2/
http://www.soundpocket.org.hk/v2/
https://www.aih.org.hk/
http://www.adahk.org.hk/
http://www.ccohk.com/
http://yatposingers.org/
http://www.hkwindpipe.org/


視覺藝術   
光影作坊有限公司 第一天系列(二) 妙眼回春 235,000 
藝術到家有限公司 橋裝社區藝術計劃－龍匯 136,500 
1a 空間 新銳當代藝術人才培育計劃 206,800 

香港版畫工作室有限公司 
IMPACT 11 前奏曲之千禧

年後 
260,200 

戲曲   
香港青苗粵劇團有限公司 香港青苗粵劇團 粵劇演出 182,900 
 總計 8,101,400 

 

http://www.lumenvisum.org/site/zh/
http://www.arttogether.org/
https://www.oneaspace.org.hk/zh-home
https://www.oneaspace.org.hk/zh-home
https://www.open-printshop.org.hk/?lang=zh
http://www.hkyoungtal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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